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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呀！盼呀！一年一度的“五一”小长
假终于盼来了！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因
为我要参加邵阳市小记者协会举办的

“五一”常德研学之旅！
五月一日这天，天公作美，早早地，太

阳公公就露出了笑脸。我和邵阳市各小学
的小记者们坐着大巴车，一路欢歌，向目
的地桃花源飞驰而去。一路上，我不停地
想象着桃花源里是不是有很多桃花呢？

正当我还在漫无边际地神游的时候，
指导老师一声“桃花源到喽”，把我从想象
的王国拉了回来。我赶紧跟着大家下了
车，走了没多远，只见眼前突然出现了一
堆嶙峋的怪石，仔细一看，咦，还有一个山
洞！上面写着三个字，我认识“人”和“洞”，
一问老师，他告诉我们叫“秦人洞”。我好
奇地走进去，只见里面有很多只假手，每
只手上有一个火把，真像无数个魔鬼的眼
睛。我对同伴说：“这个山洞真可怕！”“对！
快把手电筒开起来！”同伴惊恐万状地说。
我往后看，发现有些人都不敢往前走了。
我想：这里这么可怕，我得赶快走出去！还
好，洞不深，大约走了几分钟，我们就出了
秦人洞。

这时，我的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广阔
的湖水映入眼帘，因为连日下雨，湖面并

不清澈，但湖水映照着阳光，在微风的轻
拂下泛起一片粼粼的波光，恍如一位翩翩
起舞的仙子。湖的中央有一个小岛，小岛
上种着一大片桃林，这时候桃花已快凋谢
了，只有嫩绿的树叶丛中零星地点缀着几
点红，隐隐约约的，我仿佛能看到桃花盛
开时的美景了！旁边还有一片青翠欲滴的
松柏林，那树叶好绿好绿，绿得有点晃眼
睛，树林里小鸟欢快地唱着歌。路两旁开
满了紫色的杜鹃花，大多开得正艳，也有
些落到了地上，仿佛给小路铺上了一床紫
色的地毯。啊，这美丽的大自然真像一幅
画呀！我边走边看，没多久就看到沿着河
岸有一排用竹子和茅草盖的房子，听老师
说那叫秦人村！走着走着，我看到一个雕
像，一看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东晋的大
诗人陶渊明，正是他写了千古名篇《桃花
源记》，桃花源才因此得名的。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了，我们乘车来
到了花果山的研学基地，等待我的是人
生第一个离家单独生活的夜晚，真是让
我无比期待呀！今晚，就让桃花源如画般
的美景伴着我进入梦乡吧！

小记者 双清区五里牌小学三年级
161班 陶文涛

指导老师 乔志群 黄艳梅

游桃花源

5月9日上午，新邵县酿溪镇第三完全小
学举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进校园”美
育活动。除了剪纸，现场还有书法表演、美术
摄影作品展览等活动，给学生们奉上了一道
道传统文化精神大餐。近几年来，酿溪镇第
三完全小学十分重视素质教育，注重对学生
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学校主动邀请该县书
法、剪纸、摄影等各方面的专家来到学校，不
定期举办讲座，受到学生与家长的一致好
评。 （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周婵娟）

酿溪三完小：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常态化

5月7日上午，武冈市东方红小学举行了
“书香校园，师生共读”讲故事大赛。活动现
场，该校的杨烈坤老师就如何选好故事、如
何讲好故事等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述，李微老
师就参赛礼议技巧、表情手势和语言节奏等
作完整系统的说明。在老师的鼓励下，几位
孩子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与大家分享珍藏
在心底的故事。他们稚嫩的声音、甜美的笑
脸、精彩的故事、激情的讲演，赢得了台下师
生们的阵阵掌声。

（记者 黄剑锋 通讯员 段君梅）

东方红小学举行讲故事大赛

4 月 30 日，双清区红旗小学举行以“不
要让爱你的人失望”为主题的感恩教育讲
座。本次活动特邀新生代青年爱国主义演
说家、全国感恩励志教育推广大使徐海涛
老师。徐老师用各个父母对孩子悉心照顾
的细节，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所有孩子及家
长的心灵。此次活动的开展，成功帮助学
生树立了正确的感恩观，奏响了和谐教育
的生动乐章。
（通讯员 姜文
柳 何金凤）

红旗小学举行感恩教育讲座

在我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中，有许多难忘的事，
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合唱比赛。

“叮叮叮……”闹钟响了，我换好了衣服，看了看
闹钟，哈哈，正好五点半。老师说要在六点之前赶到
学校换衣服、化妆，这次我一定不会迟到。妈妈开车
把我送到学校后，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教室。
老师要女生去办公室换衣服，男生则在教室里换。
男生穿的是西装，还配有帅气的领结！我换好衣服，
就在女生面前耍帅！女孩子穿的是红色的公主裙。
看到她们换上演出服后，一个个就像公主一样，漂亮
极了！这时候，要去化妆了，我心想：化妆后我一定
比现在更帅！谁知道，化完妆之后，我的外号居然多
了许多，有丑八怪、白脸人、白鬼……

到了比赛现场，主持人宣布比赛正式开始。第
一个上台表演的学校是状元中学，他们的演出服鲜
艳夺目，具有浓厚的民族气息，大家的目光立即被吸
引住了。他们唱的歌正好也是《爱我中华》，歌声嘹
亮，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唱得比他们好。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我既紧张又激动，紧张的
是害怕自己跟不上节奏，做不好动作，激动的是可以
在这么大这么炫丽的舞台唱歌。第一首歌是《状元
之歌》，我们个个都好认真，卖力歌唱，歌声悦耳动
听。我们的动作也是神奇般的整齐，一曲唱完，赢得
了雷鸣般的掌声，老师还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我
暗自得意，第一名非我们莫属。但是唱第二首歌《爱
我中华》时，同学们太过用力，声音太大，导致听不到
伴奏声，越唱越快，当我们唱完后，音乐还没有停下
来。我们好尴尬地站在台上，原本以为黎老师会责
骂我们，但是老师居然说我们辛苦了，夸我们表现很
棒。我们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说我们上
电视了。我迫不及待地看了我们的表演，还是不错
的。我在心里想，下次我们一定要表现得更好，争取
拿个第一，为班级争光！

小记者 北塔区状元小学87班 谢睿哲
指导老师 黎颖 吴东云

难忘的合唱比赛

刘桂平，隆回县六都寨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
个子不高，又显单瘦，她扎根农村教育已有20个年
头。岁月的洗礼，风霜的历练，并没有改变她对教育
的激情，对学生的关心与呵护。她在平凡的岗位上
书写着动人的教育故事。

“朝朝又进步了，爱学习，又讲卫生了……”当谈
到这个特殊孩子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

2015年，刘桂平任教的三年级班上有一个名叫
“朝朝”（化名）的特殊孩子，黑黑瘦瘦的，不爱学习，
又不爱整洁。刘桂平来到班级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发现朝朝在座位上动个不停，不是趴在桌子上，就是
低着头在课桌里翻来翻去，或是坐到了地上，趁着老
师不注意，偷偷地溜到别的地方去。

下课了，同学们又围着朝朝看热闹。刘桂平走
近一瞧，发现他坐在地上，一只手拿着零食袋，另一
只手抓着零食碎屑往口里塞，正吃得津津有味，脸
上、手上粘满了各色的零食碎屑。

看到此番情景，刘桂平鼻子一酸，眼泪都来了。
她赶紧把朝朝从地上扶起来，帮他拍去身上的灰尘，
带着他来到自己房子里，细心地帮他把脸和手洗干
净，然后拿鸡蛋、豆浆给他吃。“朝朝，你是饿了么？
吃老师买的早餐，千万别吃垃圾桶里捡的零食，不然
会生病的。”刘桂平就像妈妈一样关怀着朝朝。

刘桂平联系了朝朝的家人才知道，他的父母平
时都在外地做建筑工，很少在家，朝朝的爷爷、奶奶
年迈又没有文化，怎么管得了孩子？

从此以后，刘桂平总是在班上和蔼可亲地教育
朝朝，表扬他坐得端正了、写字工整了，把书摆放整
齐了……课间，刘桂平会经常拉着他去操场上进行
游戏和活动，一起打乒乓球，一起玩老鹰捉小鸡游
戏，一起吹泡泡……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忘却翻垃圾
筒的坏习惯。

当然，小孩子的行为总是反反复复的，有时情绪不好
了，控制力差了，就又回到了原点。但刘桂平并没有灰心，
总是用十分的耐心、细心、爱心去教育他，引导他，感化他。

渐渐，朝朝的习惯越来越好，上课也能专心听讲
了，下课也不去垃圾桶翻零食了，碰到老师，他还会
敬礼问好了。

“刘老师教育孩子真有一套！”朝朝的奶奶来到
学校，对刘桂平竖起了大拇指。

现在，朝朝已读六年级，刘桂平没有教他了，但
她的心里还装着这个特别的孩子。前几天，刘桂平
帮自己孩子整理衣服时，发现一件新衣服孩子已经
穿不得了，她马上送给了朝朝。

当然，这只是刘桂平教育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
受过她帮助和爱护的学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但她
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也是穷苦家庭出身的孩
子，在我的成长历程里，受到了很多老师、长辈的关
爱与帮助，我心里由衷地感谢他们。现在我也只是
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妈妈”老师与朝朝的故事
阳期凡 阳小勇

学校安全工作不仅关系到青少年学
生能否安全健康的成长，更关系到千千万
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稳定。让学生
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我们每位老师的职责。
而传统的学校安全教育不外乎开学初的第
一课，一期一次的安全演练，没有教学内
容，没有专职教师，脱离小学生生活实际，
更多的是注重形式，缺乏实效。

针对这种现象，北塔区协鑫阳光小学
开展了“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开展安全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倡导让学习内
容回归学生生活，要求变结论性学习为过
程性学习，让学生通过自主的体验学习获
得安全知识，掌握自救本领。

一、建立相对健全的校园安全管理
网络体系

1.协鑫阳光小学地处城乡接合处，
是一所办学规模较大的学校，编织“安全
网”显得尤其重要。因而，我们设立了安
全责任负责制：由校长负总责，分管的副
校长和各班主任为直接责任人，层层签
订安全责任书。

2.建立了安全隐患登记和报告制
度。每月，学校负责安全的领导定期在学
校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并及时填写具有
安全隐患的地点或设施设备，后勤总务
处及时整改设施设备隐患。

3.狠抓重点时段和关键环节的安全
管理与教育。考试前，放假前后，学校必
定组织以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
等专题的大型讲座，并致学生家长公开
信，强化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
的自护自救能力及家长的监护能力。学
校组织防火、防灾等专题或演习活动，使
学生增长安全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建立
问题学生的跟踪成长档案，及时调适和
监控问题学生的心理状况，作好安全预

防工作。
二、进行安全演练活动，在活动中学

习，在活动中指导，在活动中改进
各班经常利用班会活动、综合实践课

对学生开展安全预防教育，通过这些主题
班会和黑板报，以及手抄报比赛、绘画比赛
等方式，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防溺水、防
交通事故、防触电、防食物中毒、防病、防体
育运动伤害、防火、防盗、防震、防骗、防煤
气中毒等安全知识，通过一系列疏散演练
活动教给孩子们正确的逃生方法。通过让
孩子们亲身经历，并以日记或周记的形式，
深刻地记录他们的真实感受，从而达到深
化安全教育的目的。

三、扎实做好学生日常安全教育
1.在教学活动中体现安全教育。学

校的一切活动都以安全为第一要事，每
周一次主题安全教育晨会，每月一次安
全教育主题班会，在晨会和班会上选取
学生身边熟悉的安全事例及经常遇到的
突发事件，和学生一起分析研究，并通过
讨论提出合理建议或正确做法，从而真
正提高学生安全意识，真正做到有效的
预防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安危。

2.安全教育突出体现在班级管理工作
中。我们强调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做到时
时讲安全，事事讲安全，对上级安全会议精
神和文件都能做到及时传达，结合文件精
神，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认真落实。

3.在日常教学之中渗透安全教育。
各班每个星期都安排一节班队课，专门
给学生播放一些安全警示视频，开展一
些有必要的演练，使得学生对于如何保
护自己有明确认识。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
做好安全管理工作，创造一个安全的学
习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浅谈如何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
开展安全教育工作
北塔区协鑫阳光小学 王春梅 夏琼

邵阳日报 5月 15 日讯 （通讯员 刘嵩）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教育，保证学生生命安全，
帮助广大学生增强防溺水安全意识，掌握防溺水
知识技能，提高自救互救能力，连日来，双清区洛
阳洞小学开展了一系列防溺水专题教育活动。

学校召开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工作
部署会，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将防溺水安全警
示教育“六个一”活动落到实处：印发一份《致家长
公开信》，加强学校与家长的联系，进一步明确学
校和学生家长的监护责任，确保学生的安全；挂一
张图，将《珍爱生命，远离溺水》挂图发放至每一个
班级并张贴上墙；看一次专题教育片，组织学生集
中收看《湖南省中小学生防溺水警示教育专题
片》；熟唱一首歌，通过音乐课让每一名学生传唱

《学生游泳安全歌》；上一堂预防溺水专题班队课；
出好一期防溺水黑板报；写一篇《珍爱生命，预防
溺水》的观后感。同时教育学生做到“六不一会”：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
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学会基本的
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此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
校师生安全意识，筑牢了学校防溺水安全防线。

洛阳洞小学：

开展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

趁着学校开家长会的时机，5月9日，市小记
协组织新邵县酿溪镇第三完小的一百余名小记者
开展采访实践活动。

通讯员 彭慧娟 张曼娜 摄影报道

为提升小记者的写作水平，5月8日下午，市小记者协会的辅导老师来到
双清区前进小学，为该校的小记者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写作基础课。

通讯员 柳双发 唐邵武 邵 琳 摄影报道


